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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一、研究背景 

全球重要組織如世界銀行（WB）、世界經貿組織（WTO）、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及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均已開始積極關注婦女創業議題，以期

透過政府政策對話及經驗交流，尋求建立協助婦女創業的政策環境及良好範例（best 

practice）。在這樣的趨勢下，如何透過國際對話的機制（如：參與APEC會議、辦理

國際交流活動），引進各國推動婦女創業的政策措施，並積極與民間對話，尋找適合

我國之婦女創業最佳範例，乃當前優先課題之一。 

2011年婦女APEC會議在高階的主管會議中提出《舊金山宣言》，該宣言的主

要議題為「Access to Capital」、「Access to Markets」、「Capacity and Skills Building」

以及「Women‘s Leadership」，當時的臺灣團隊領導者認為臺灣可以在後兩者有主

動出擊的方向，因此在其發言意見中提出臺灣應該設立類似婦女訓練中心或創業育

成中心，而回國後認為有必要針對臺灣成立此中心的可行性進行評估；此外，2012

年俄國有一個重點議題為「創新成長」，臺灣有被要求在「女性創新成長」方面提

出方向與指標，兩者是相呼應的；因此2011年婦權基金會委託國立臺北大學進行我

國成立「APEC婦女創業訓練中心」之研究，評估其可行性，而由於APEC各經濟體

發展狀況不一，無論未來是分享不同經濟體的創業精神，或者分享臺灣好的做法，

兩者都可以成為規劃思考的方向。 

有鑑於成立APEC相關中心人力、經費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須長期規劃，於是

在國內開始召開座談討論議題進行對話；在2012年6月俄國主辦的會議前，我國相關

團隊將進行事前評估，公部門預算方可逐步進入；至於APEC經費，則得視臺灣在

2013年印尼主辦會議是否能通過正式提案，才有機會爭取下下年度的預算。為實現

以上逐步的規劃，臺灣必須先針對國內目前的婦女創業執行成果進行統整與分析，

以利做為向APEC提案設立「APEC婦女創業訓練中心」的重要輔助文件。 

臺灣在2000年之後陸續有婦女創業輔導工作及經驗，加上在中小企業發展的成

效，使得臺灣在促進婦女創業方面具有值得分享的特性。此外，近年來也有許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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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合作的中心及計畫在臺灣陸續出現，參考臺灣目前婦女創業工作推動以及

APEC相關合作計畫，可瞭解臺灣在促進婦女創業方面的特殊性，並由目前已成立

的APEC合作計畫經驗分享，瞭解未來推動「APEC婦女創業訓練中心」組織架構的

構想及可行的策略。 

 

二、研究目的 

臺灣過去政府在輔導創業工作上一直都很積極，也形成我國中小企業體制的興

起，其中青創貸款即是輔導小型創業的工作之一。青創貸款是希望照顧青年，因此

將年齡定位在25~45歲之間，為週轉型的貸款，需有已成立、運作的企業才能申請

貸款，金額為400萬/人~1200萬/人，貸款年限3-7年(寬限期1-3年)；青創貸款的特色

是分為貸款前的培訓課程以及貸款後的追蹤輔導，創業顧問諮詢屬於貸款後的追蹤

輔導之一。青創貸款吸引多數人申請的原因是配套措施的完善，相較於一般縣市給

予青年的青創貸款而無後續追蹤配套，青輔會每年規劃2次的主動訪視，派遣輔導員

到各創業族的店面以瞭解經營狀況，若經營不佳則分析問題，請相關行業的顧問給

予建議及修正。 

至於女性創業輔導服務則有「飛雁專案」，該計畫起源於2000年行政院青輔會

辦理相關，隨著方案逐漸擴大成型，因此2002年年遂正式定名為飛雁專案；行政院

青輔會2002年正式推動飛雁專案之後，推行了諸多計畫，包括女性創業育成班、主

題進階班、婦女創業座談會、婦女團體創業服務研習營、女性創業博覽會、建立飛

雁學員互助網絡等等，飛雁專案培訓後創業的人數比例約有兩三成，原因部分是因

為資金、技術問題或家人的支持程度，且女性創業時會想要準備周全後才開始，此

點與男性極為不同，男性創業的想法是且戰且走，有三分準備及付諸行動；反觀女

性的起步較困難，對創業的思考較保密周延，不易付諸行動。 

飛雁專案屬於已有規劃的創業計畫，許多女性是家庭遭逢生活困難下出來創

業，因此有社會型創業的需求。2000年推動女性創業後，發現女性需要協助，於是

勞委會推動「創業鳳凰」，創業鳳凰主要屬於社會型的協助，針對失業的婦女，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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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中協助婦女自立更生，進而提供就業機會給其他婦女。該計畫有三部分，包括

「諮詢輔導服務」廣邀115位各領域的創業專家擔任創業顧問，針對婦女及中高齡國

民的創業疑惑及需求進行免費的2~3小時面對面諮詢輔導服務；「創業課程」─政府

免費提供創業趨勢、創業準備與微型企業創業貸款計畫等課程，針對欲創業但不知

該如何著手的婦女及中高齡國民瞭解創業相關資訊，課程共分為入門班、進階班及

精進班等3種類型；該計畫也提供「微型創業貸款」，協助我國婦女及中高齡國民發

展微型企業，建立創業友善環境，凡年滿20歲至65歲婦女或年滿45歲至65歲國民，

曾參與創業研習課程或創業已滿6個月，並經創業諮詢輔導者，就可申請微型創業鳳

凰貸款，貸款額度最高100萬元，貸款年限7年。 

此外，為協助特殊境遇婦女及家庭暴力被害人創業，勞委會特別訂定「特殊境

遇家庭創業貸款補助辦法」及「家庭暴力被害人創業貸款補助辦法」，凡經認定具特

殊境遇身分年滿20-65歲的婦女或家庭暴力被害者，申貸「微型創業鳳凰貸款」或「青

年創業貸款」，便可由承貸銀行向勞委會申請利息補貼。 

除了勞委會之外，農委會及原民會也針對女性進行創業的輔導工作。農委會為

鼓勵從事農、林、漁、牧業農民生產經營，提升農民經營競爭力，凡年滿18歲至35

歲，具農業背景相關訓練之青年或35歲至65歲，從事農林漁牧業生產之農民，即可

申請「農民經營改善貸款」，貸款額度為300萬至600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

為100萬元。「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凡實際從事經濟事業之原住民個人、原

住民公司行號、或原住民組成之合作社及其他相關機構有貸款需求者，即可向事業

所在地的鄉（鎮、市、區）公所申請「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貸款額度最高

可達1,000萬元。 

  目前國內的婦女創業雖有成果，但並未將所有成果進行統整，以致於相關成果

過於零散，且僅能呈現在負責執行的單位中，如：勞委會、農委會與原民局等等，

因此本研究嘗試統合國內婦女創業的現有成果，研究目的如下： 

1. 盤點我國政府提供國內婦女創業的資源與方式。 

2. 分析勞委會歷年執行「創業鳳凰」計畫的成果及婦女創業類型。 

http://beboss.cl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4&article_id=39
http://beboss.cl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4&article_id=39
http://beboss.cl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19&article_id=37
http://beboss.cl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19&article_id=37
http://beboss.cl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19&article_id=46
http://beboss.cl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4&article_id=39
http://www.nyc.gov.tw/1016-1.php
http://www.nyc.gov.tw/1016-1.php
http://www.boaf.gov.tw/boafwww/?a=ct&xItem=20991&ctNode=240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23DD6FC526F746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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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討國內婦女微型創業成功與失敗類型的可能因素。 

4. 藉由分析國內過去執行婦女微型創業的方式，提出未來推動「APEC婦女創業

訓練中心」的可行策略。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如下： 

1. 檔案分析法：整理我國政府提供國內婦女創業的資源與方式，分析國內勞委會

歷年執行「創業鳳凰」計畫的個案資料，瞭解婦女微型創業申請情形、創業型

態、資金等情形。 

2. 專家訪談法：訪談勞委會、農委會與原民局負責婦女創業工作者。 

3. 座談會：邀集過去申請特殊境遇家庭創業貸款及創業鳳凰計畫的女性創業者，

瞭解婦女微型創業的困境及所需協助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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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內目前協助婦女創業之資源 

一、勞委會 

  從2007年起開辦「微型創業貸款」，主要區分為兩部分─20~65歲婦女及45歲

以上中高齡民眾。2012年的培訓課程特別針對如何網路行銷設計，有80人次的婦女

在網路上建構屬於自己的商品行銷；另輔導成立鳳凰坊，讓創業婦女聚在一起分享

經驗、形成人脈網絡，以及創業工坊陪伴婦女做生意。多元就業並非提供貸款或資

金協助，而是協助用人、產品等等，譬如：參加國際事務會使用多元就業方案的產

品。 

  勞委會規劃入門班（3小時）與進階班（18小時）：「入門班」是服務有創業構

想但未付諸行動，或不瞭解自己是否適合創業的對象，包含創業需要做的準備、適

性評量等等；而「進階班」大約為期3天，課程內容包含稅務處理、財務規劃、人事

管理、企業觀摩等等。此外，針對已創業者的需求設置有「精進班」，以提供專業

領域的課程（如：行銷）。除了貸款課程之外，尚設有顧問諮詢輔導，區分為小組

與個別輔導：個別諮詢為一對一，需要顧問給予深入建議時會採用此種諮詢；若個

案有相同的疑問或是想從事類似的行業，約3~5人組成團體進行諮詢，優點是可以

互相彌補被忽略的問題。 

 計畫配套措施：目前受理的貸款條件是微型企業已存在，經由微型貸款的輔導

體系協助其企業經營，經過諮詢、訓練課程後，評估篩選能否申請貸款。 

 成果：截至目前為止，微型創業貸款已服務2,520位女性，創造18,600多個就業

機會，接受相關專業培訓課程而完成創業的人數比貸款人數為多，大約為6,600

多人。 

 貸款與信用：目前貸款資金的來源在7家銀行，採低利率約1.95%，無擔保品、

擔保人，由政府做信保，最長還款期限為7年；評估責任主要在於勞委會，配偶

的信用狀況不列入考量，只考量本身的信用不良程度。 

 困難：政府應該隨時準備好，以便民眾有需要時可立即獲得資源，但貸款此類



 

 6 

計畫的部分民眾，經過實際評估後並不適合創業卻堅持貸款，造成民眾對於資

源有過分索取的現象。 

 建議：應發展一套創業評估表，將此計畫制度化。 

表2-1：微型創業鳳凰說明 

微型創業鳳

凰 

項目 

特色 1. 負擔鬆：貸款額度最高 100 萬元，貸款年限 7 年；按郵政儲金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 0.575%機動計息；貸款戶自行

負擔信用保證 0.5%保證手續費；貸款人前 2 年免息，由勞委會

全額補貼利息。 

2. 免保人：本貸款由銀行提行貸款資金，政府提供貸款戶 9 成 5

信用保證，免提擔保人。 

3. 要輔導：指派創業顧問，提供全程創業陪伴輔導。 

4. 重培訓：實施技能培訓，開辦創業入門課程、進階班及安排職

場見習。 

5. 有配套：成立創業同儕成長互助社群，協助建置商品行銷網路

及社政資源轉介。 

目的 為提升我國婦女及中高齡國民勞動參與率，建構創業友善環境，協

助婦女及中高齡國民發展微型企業，創造就業機會，提供創業陪伴

服務及融資信用保證專案。 

實施對象 凡年滿 20~65 歲婦女或年滿 45~65 歲國民，3 年內曾參與政府實體

創業研習課程，並經創業諮詢輔導，所經營事業員工數（不含負責

人）未滿 5 人，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向勞委會申請本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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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創業鳳

凰 

項目 

1. 所經營事業符合《商業登記法》第 5 條規定得免辦理登記之小規

模商業，並辦有稅籍登記未超過 2 年。 

2. 所經營事業依法設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未超過 2 年。 

3. 所經營私立幼稚園、托育機構或短期補習班，依法設立登記未超

過 2 年。 

具體做法 1. 創業資金融通：貸款額度最高 100 萬元，貸款年限 7 年，貸款

利率按郵政儲金 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 0.575%機動計

息，例如：100 年 07 月 06 日郵政儲金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

率為 1.375%，加 0.575%，計為年息 1.95%。貸款戶須自行負擔

信用保證 0.5%保證手續費，貸款人前 2 年由勞委會全額補貼利

息。 

2. 信用保證機制：提供 9 成 5 保證，且免擔保人。銀行提供貸款

資金，由勞委會就業安定基金及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各提撥

1.5 億元做為保證專款，合計 3 億元，本貸款設定信用保證融資

總金額為 30 億元。 

3. 創業陪伴輔導：對於創業者提供全程創業陪伴輔導，包括指派

創業顧問、辦理創業諮詢座談、經營管理系列課程、企業職場

見習等等。 

4. 創業經營管理培訓：針對創業經營能力不足者開辦相關經營管

理課程，包括創業入門班、進階班及創業精進班等等。 

5. 相關配套措施：成立創業同儕成長互助社群，協助建置商品行

銷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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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創業鳳

凰 

項目 

預期效益 1. 協助創業婦女及中高齡國民解決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資金籌措

及保證人難覓等問題，建構友善創業環境。 

2. 協助婦女及中高齡國民發展微型企業，增加創業成功機會，降

低創業風險，提升勞動參與率。 

 

二、青輔會 

（一）女性創業育成班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持續推動「2012 年度女性創業育成班」，針對有創業意

願、欲進一步充實創業知識的女性，透過不同多元化的系列課程與活動，連結更多

資源及不同領域經驗的整合，建構出完整的輔導機制，建構女性創業的友善環境，

協助更多女性朋友踏出創業的第一步，讓有意創業的女性得到最合乎需求的實質支

援，順利一圓創業夢想，進而成就新世紀的婦女產業世界。 

  因應性別主流化的趨勢，透過不同的課程規劃輔導，建構女性創業的友善環境，

課程內容包括女性創業的基本認識與準備、女性創業的行業商機與創業模式、女性

創業資金籌措與政府資源、女性潛能與自我成長、創業姊妹經驗分享、如何撰寫營

運計畫書、工商登記與稅務法規、基本帳務與成本利潤分析、新創事業的整合行銷

策略等等；招訓的對象主要是已創業、具創業意願或欲進一步充實創業知能的女性，

並以持相關單位證明的弱勢婦女、已創業及青創貸款獲貸者具有優先上課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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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飛雁專案 

緣起 

  隨著兩性平權觀念的逐漸建立、企業管理知識與經驗普及、全球經濟結構變遷

（如：第三產業的發展）等因素，如今婦女已有更好的機會與環境來參與經濟事務

以及創立自己的事業，在此情勢下，女性創業已蔚為趨勢，形成一股新興的經濟力

量。根據臺灣 2011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的資料顯示，女性擔任企業主的比率達

35.82%，另大企業中也有 18.57%由女性當家，與 2001 年相比，女性擔任企業主的

比率成長高達 20%，而大企業中也增加 8%；2011 年青輔會的女性創業育成班中所

輔導的女性創業青年有 340 位已創業成功，顯示婦女創業趨勢逐漸攀升，且尚有很

大的成長空間。 

  由於產業結構發生全球化的變革，導致地區性失業日益嚴重，為對抗高失業率，

越來越多女性將創業視為尋求經濟自主的重要途徑之一，依據主計處統計資料顯

示，臺灣在 2000 年時女性雇主與自營者占企業總數為 16.74%，到 2001 年上升至

19.95%。在國外為協助弱勢婦女創業，多由非營利組織來主導，主要方式是透過策

略聯盟，與其他各地區的同質性組織建立合作關係，並提供業師及創業基金協助婦

女，在社區中建立自己的組織，開創屬於自己的事業，讓婦女得以順利創業，並進

而解決社區中的失業問題。 

  青年創業輔導工作是青輔會的代表性業務之一，多年來獲有卓著的績效與聲

譽，也對國家的經濟發展發揮一定的功能。隨著時代的推移，不論是社會結構、經

濟型態或產業結構都有著重大的變遷，整個青創工作在核心業務設定、具體方案內

容或服務輸送方式等方面，都面臨重新思考與調整的壓力。在此脈絡下，青輔會在

2000 年秋天舉辦「婦女創業座談會」，針對有志創業的婦女提供相關訊息，由於迴

響熱烈，在 2001 年度擴大辦理的規模，不僅課程內容更為充實，並分區在北、中、

南、東辦理，結果顯示對於婦女創業的需求相當殷切。因此，在累積一年多的經驗

與心得之後，2002 年度在婦女創業輔導工作上正式定名為「飛雁專案」，除了延續

原有對創業婦女的輔導服務方案以外，同時延伸服務對象至婦女團體的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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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般職場中的工作婦女，規劃出一個完整的專案計畫，並搭配規劃一系列的支

援性措施，提供婦女創業更多元的服務面向。 

 

發展策略 

  全球重要組織如世界銀行（WB）、世界經貿組織（WTO）、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及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均已開始積極關注婦女創業議題，以

期透過政府政策對話及經驗交流，尋求建立協助婦女創業的政策環境及良好範例

（best practice）。在這樣的趨勢下，如何透過國際對話的機制（如：參與 APEC 會

議、辦理國際交流活動），引進各國推動婦女創業的政策措施，並積極與民間對話，

尋找適合我國的婦女創業最佳範例，此是當前面臨的優先課題之一。 

  根據青輔會委託學者進行的「臺灣地區婦女創業動機與需求實務研究報告」顯

示，臺灣女性創業的最大困難以「專業不足」高居首位，其次為「資金不足」，第

三為「資訊不足」，因此如何建立女性創業育成機制，提供創業所需的專業知識與

資訊，加強女性運用科技的能力，協助婦女獲取創業資金管道，以營造有利於女性

創業的友善環境，此則是當前面臨的優先課題之二。 

 

計畫目標 

1. 協助婦女建構並提升創業經營能力，強化婦女參與經濟事務之能量，擴大婦女

經濟貢獻層面。 

2. 促進不同類型女性組織以及職業婦女間的聯繫與對話，卸除藩籬與隔閡，建立

合作管道，儲備婦女團體參與經濟議題論述與服務的功能。 

3. 搭配相關支援性措施，強化婦女團體方案規劃與管理的能力建構，提升本計畫

的執行成效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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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進入以美學經濟、知識經濟為主流的時代後，女性因擁有創意、細膩心思、柔

軟韌性，而為創業市場注入新生命力，成為新崛起的創業勢力，各國政府與國際組

織也都紛紛投入大量資源，積極輔導女性順利踏上創業之路。臺灣隨著全球經濟結

構的變革及兩性平權觀念的建立，女性勞動參與率在 2010 年 7 月突破 50%，達到

50.25%，已經超越南韓、日本等國，象徵女性在職場已撐起半邊天，且女性企業主

比率逐年呈現正成長，目前的女性企業家數占整體企業總家數比率超過三分之一，

顯見相較於過去，臺灣女性有更好的機會與環境來參與經濟事務以及創立事業，同

時突顯臺灣女性追求經濟獨立、勇於投入創業市場的趨勢已不可擋。 

 

青年返鄉貸款計畫、全方位個人事業服務中心計畫、婦女創業育成網絡計畫、婦女

創業精英計畫 

  青年返鄉貸款計畫在2012年7月啟動，全方位個人事業服務中心計畫大約在6月

底啟動，上述計畫大致上沒有針對性別做分別，但爲因應婦女創業需要，在推動時

可在活動部分針對婦女予以協助。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針對有志創業婦女或女性企業主，有提供免費創業諮詢輔導

服務、創業貸款資訊、創業輔導資源手冊及創業資源轉介等婦女企業服務。此外，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婦女創業育成網絡計畫」提供 0800-589-168 免付費諮詢專線，

並透過育成網絡之串聯，帶動婦女朝向高附加價值、高科技涵量創業發展；此外，

透過健全的服務機制，包括創業諮詢、商機媒合、推動婦女創業創新聯盟等方式，

協助女性在開創新事業之外，更提升其創業知能與創新服務的能量。 

  婦女創業育成網絡計畫在2011年已結束，在2012年度推動「婦女創業精英計

畫」。在婦女經濟個別行動計畫中，包含完善婦女創業配套措施（詳見婦女與經濟

個別行動計劃）。婦女創業精英計畫、青年返鄉創業貸款及全方位個人事業服務中

心計畫提供經營管理、財務規劃、營業模式等諮詢、輔導，也會辦理資金媒合、商

機媒合的活動，提供婦女獲得資金媒合的機會，提供女性創業家相關趨勢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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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會給予女性創業資源手冊，讓女性瞭解創業時資源在何處。關於「婦女創業精英

計畫」的相關介紹如下： 

1. 服務對象：負責人為女性或業務執行者為女性的企業、有志創業的女性。 

2. 目的：藉由選拔婦女創業菁英，提供輔導、創業籌資、商機媒合、廣宣加值及

舉辦座談聯誼會等服務，培育婦女創業亮點，樹立女性創業成功典範，以大帶

小共同成長，並加強女性創業成功經驗宣導，鼓勵女性提升自主經濟力與競爭

力，進一步促進女性創業風潮。 

3. 服務內容： 

(1) 遴選婦女菁英企業：招募並遴選優質女性創業菁英個案，提供輔導、資金媒合，

協助培育中小企業新亮點。 

(2) 提供婦女菁英企業輔導服務：提供婦女菁英企業關於市場機會分析、智慧財產權

分析與申請、營運計畫書優化、經營管理、財務規劃、募資技巧等諮詢與深度輔

導服務。 

(3) 婦女菁英企業商機加值：辦理資金媒合與商機媒合活動，引進創投業者及天使投

資人，協助優質婦女菁英企業獲得資金媒合機會；規劃婦女創業菁英個案於媒體

露出、彙編婦女菁英企業個案集，並辦理婦女創業菁英經驗分享會，以加強女性

創業成功經驗宣導，促進女性企業共同成長。 

(4) 女性創業資訊整合窗口：彙整政府輔導女性創業相關訊息，每月發行女性創業電

子報、編印女性企業資源手冊、充實創業圓夢網女性企業專區與女性創業知識

庫，提供女性創業趨勢及創業資訊。 

 

四、中國信託基金會與家扶基金會 

  根據家扶基金會歷年的統計，扶助兒童人數有 170,654 人，已自立兒童人數

170,663 人；而目前扶助國內兒童人數 50,213 人、國外兒童人數 56,284 人、女性（單

親媽媽）人數 2 萬戶左右。家扶基金會在 2011 年與中國信託基金會合作開辦「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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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信扶專案」，對象以單親家庭為主，女性占 80%，其餘 20%為男性。 

  信扶專案的團隊一是家扶基金會，主責社工輔導、個案篩選與推薦、創業陪伴、

生活扶助與支持、創業支持團體；二是中國信託，主責創業志工、貸款金流服務、

利息捐贈、分行認養、彈性貸款服務；三是中小企業總會，主責創業顧問、創業培

訓、創業諮詢、創業計畫擬定、經營管理顧問；四是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主責

信用保證服務、十成保證、十成貸款額度。 

信扶專案主要目的是希望幫助有一技之長、想要脫貧自立的弱勢家庭，經過社

工推薦、顧問評估，並通過聯徵後，始能受邀進入專案；加入專案後，將經過理財

記帳、創業計畫轉寫等課程訓練後，並於 6 個月內提出計畫、申貸成功；創業後，

顧問經持續協助營運診斷、社工陪伴與支持、志工協助財務診斷與分析，希望幫助

家長在創業 1 年半後，有能力自行營運，進而脫貧。 

  信扶專案的服務對象：一是中華民國國民且年齡為 20 歲以上 65 歲以下者，二

是經家扶中心推薦，且無退票、拒往、強停、催收、呆帳等紀錄，三是經創業諮詢

與輔導，其創業計畫書具可行性且經審查委員會認可。貸款額度最高上限新台幣 50

萬元整，貸款年限最長 7 年，貸款利率 1.88%（目前平均貸款約 35 萬，單親媽媽通

常較適合的模式為微型創業）；目前成果包括 17 位個案成功創業，共貸出 592 萬元。

此外，信扶專案的規劃模式與特色如下： 

1. 汲取創業鳳凰的經驗，為國內首家發展「窮人銀行」的民間金融機構，並結合

銀行核心業務與專業，提出創新脫貧服務模式。 

2. 開啟弱勢家庭與金融機構正常往來的管道，避免案家因害怕與金融單位合作落

入地下金融借貸，提供創業脫貧的機會 

3. 提供弱勢家庭「長期弱勢創業輔導」，每位創業者皆有專屬顧問陪伴 1.5 年，

每個月瞭解與協助創業者。 

4. 提供弱勢家庭「創業啟動型資金」的創業脫貧方案，單親家長不需要有創業原

金，可以只有構想，由顧問協助具體化，評估計畫後付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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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構完整的支持網絡，讓弱勢家庭創業無後顧之憂。 

6. 方案不只有貸款，經由家扶篩選適合的個案，相信家扶社工輔導的專業，創造

友善的貸款創業輔導機制，讓婦女在過程中能夠自立。 

  關於經濟弱勢家庭生活現況與困難分析如下： 

1. 經濟弱勢家庭常常入不敷出，對社福補助過於依賴：創業困難包含資金不足、

知識與技能的限制、創業風險高，大多數弱勢女性遇到就業職場不友善獲大環

境問題之下，很可能會選擇維持現狀，接受政府或社福單位補助。 

2. 弱勢家庭的勞動市場競爭力低，且必須兼顧照顧家人之責任，穩定就業有困難：

長期拖離就業職場與家庭壓力，造成單親媽媽們或弱勢族群在職場上的競爭力

較弱。 

3. 弱勢家庭有創業、就業與改善生活的意願，卻很難實行：即使政府鼓勵公股銀

行投入貸款服務，但貸款的審查過程十分嚴格，弱勢女性要提出創業計畫、現

場實地訪視等都有困難，且貸款服務的設計都以週轉的概念為主，對於弱勢家

庭來說，擁有創業資金困難加倍。 

表 2-2：信扶專案提供弱勢家庭的協助 

協助 弱勢家庭困難 方式 

取得融資 擔保品不足  信保基金專案合作，提供十成保證。中國信託

準備一筆資金，幫助創業者承擔創業風險，創

業失敗不用背負債務。 

貸款負擔大  量身訂做貸款服務。 

 優惠利率、寬限期、分次動撥分散貸款壓力。 

 關懷代替催收（以簡訊或透過社工提醒案創業

者，降低電話催收壓力）。 

沒有創業金  提供創業啟動型資金貸款。 

女性賦權 無法擺脫貧窮宿

命 

 貸款僅為工具，藉由信扶專案，讓女性有機會

扭轉未來，做自己的主人。 

能力建構 創業知能不足  提供長期創業輔導。 

 技術顧問、營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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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 弱勢家庭困難 方式 

財務知識不足  導入創業志工，協助建立正確財務觀念與行為

（建立家庭財務計畫，從生活面向著手，讓創

業者能開源節流）。 

市場進入 創業風險高  提供創業期間一年之保險，減低生活風險對創

業的影響。 

行銷通路弱  推動分行認養，初期協助認購商品，使創業者

在創業初期能建構人脈。 

 

  信扶專案在 2012 年執行概況包括 47 個案正式接受創業輔導、17 個案完成開業

並持續維運（13 位於創業後有具體改善原家庭收入、3 位目前持平、1 位家庭收入

暫時下降）；而營業項目分布在餐飲小吃有 10 人（59%）、自製商品銷售有 4 人

（23%）、美容美髮有 3 人（18%）。脫貧計畫對弱勢婦女家庭的效益一是不易就業

者的另一條出路；二是全家受惠，兒童提早脫離貧窮循環；三是減少社會成本支出；

四是提升家長自信；五是激勵其他弱勢家庭。   

 

五、其他部會及相關單位 

  原民會的相關貸款包括原住民經濟產業貸款、青年創業貸款及微型經濟活動貸

款，主要針對原住民個人的創業、生產等給予優惠。2012年到3月底已受理1,000件，

金額超過2億1千多萬，其中原住民女性企業家或原住民職業婦女大約500件，金額將

近9,000萬，經過比例統計的結果，原住民女性大約佔46.6%，績效統計將近1：1；

創業型態的成功男性較多是運輸與工程、營造業，女性則以小型個人型態如美容美

髮、餐飲較多；目前還未有針對女性提供金融上的專案。 

  經濟部國貿局爲因應規模不大、沒有機會出國的婦女企業，在2007年3月於臺灣

經貿網首頁設置英文版婦女企業網（ Taiwan Women's Business Network, 

http://womenbusiness.taiwantrade.com.tw/）入口專區，目前已成功招募1,247家女性企

業廠商加入，此企業網分為10個專區，方便國外企業找尋，另提供8個歐美國家婦女

企業網站連結，供婦女企業資訊交流運用，在2009年的WEM的會議當中介紹，獲得



 

 16 

廣大迴響。這樣的交流平台能透過網路來介紹推銷產品，若對方有意合作，也許會

邀請企業到海外或是親臨臺灣確認需求；國貿局每年也會舉辦相關展覽，藉由展覽

展示產品引發交流機會。 

  金管會鼓勵、要求各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達到一定程度的業績；公部門銀行屬

財政部之下，其餘歸屬於金管會，金管會期許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每年達到3千億的

額度；目前尚未做到細部對婦女貸款的部分，為未來努力的目標之一。此外，財政

部則正在研擬公股銀行開辦扶助微型企業貸款原則；APEC颱風與社會研究中心目

前與婦權會共同在APEC合作災區婦女的培力計畫；1994年創立的中華婦女創業協

會舉辦過多屆世界婦女創業楷模。 

  目前我國政府與民間在各項女性創業資源上的分析整理如下：○者表示資源較

為豐富，△者表示有部分資源，未標示者表示目前的資源較少（見表2-3）。 

表2-3：我國政府與民間資源分析表 

基本商業

知能 

創業資金

取得 

貸款利率

補貼 

創業顧問 建立支持

網絡 

行銷 市場通路 

○ ○ ○ ○ ○   

稅務會計 擴大企業

資金 

產業分析 國際市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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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府協助婦女創業之成果 

根據目前創業鳳凰執行結果可以發現，創業鳳凰的貸款自2007年執行至今的統

計發現，由於一開始開辦是以女性為主，且是微型的創業貸款，男性在最近三年才

開放申請，因此由表1中可看出五年內的女性申請人數有3,672人，男性有1014人；

核准人數也是以女性為主，共計2,597人，男性有559人；最後獲得貸款的女性人數

有2,412人，男性有506人，皆是以女性居多。若就核准比率（核准人數/申請人數）

與獲貸比率（獲貸人數/申請人數）來看，發現男性有55%可以取得核准，50%可以

獲得貸款，女性相對的核准比率較高，71%可以取得核准且66%可以獲得貸款補助。 

在課程的部分，上課人數以女性居多，由2007年3月至2011年12月底女性上課人

數有53,719人，男性有12,726人；申請顧問諮詢的部分女性約為男性的五倍左右，女

性有15,437人，男性有3,873人；最後完成貸款的女性人數有6,181人，男性有1,994

人；若以最後完成創業的人數與曾經上課的人數相比，可以發現16%曾上過課的男

性最後完成創業，僅有12%上過課的女性有完成創業，換言之，女性有意願創業，

但最後真正創業的比率還是低於男性，男性較勇於實現其創業夢想（見表3-1）。訪

談的結果也發現女性在準備較充分的情況下，才會付諸於創業行動。 

表3-1：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及創業諮詢輔導服務統計表 

（2007 年 03 月至 2011 年 12 月）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創業諮詢輔導服務 

  申請人數 核准人數 獲貸人數 

核准比

（核准人

數/申請

人數） 

獲貸比

（獲貸人

數/申請

人數） 

創業研習

課程人次 

顧問諮詢

輔導人次 

協助完成

創業人數 

創造就業

機會 

參加課程

後完成創

業比率

（完成創

業人數/

創業研習

課程人

次） 

男 1,014  559  506  55% 50% 12,726  3,873  1,994  5,346  15.7% 

女 3,672  2,597  2,412  71% 66% 53,719  15,437  6,181  17,513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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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03 月至 2011 年 12 月）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創業諮詢輔導服務 

  申請人數 核准人數 獲貸人數 

核准比

（核准人

數/申請

人數） 

獲貸比

（獲貸人

數/申請

人數） 

創業研習

課程人次 

顧問諮詢

輔導人次 

協助完成

創業人數 

創造就業

機會 

參加課程

後完成創

業比率

（完成創

業人數/

創業研習

課程人

次） 

合計 4,686  3,156  2,918  67% 62% 66,445  19,310  8,175  22,859  12.3% 

 

  在最後創業鳳凰貸款的人數方面，女性最後獲貸的人數有2412人，男性有506

人，女性約為男性的四倍左右；在累計貸款的金額方面，女性達到121798萬元，男

性為29558萬元，若以男性或女性每件貸款人數最後所獲貸的金額，女性每個人數為

50.5萬元，男性每個人數為58.41萬元，亦即男性申請或獲得貸款的金額相對比女性

為高，顯示出女性在創業上趨於保守的情形。此外，女性逾期還款的金額達到5173

萬元，男性達到961萬元，就還款率而言，女性穩定的還款率為95.75%，男性還款

的情形略高為96.75%。換言之，若在台灣要執行微型貸款，銀行或政府必須要承擔

3~5%的呆帳率。 

  若是將還款的人數除以貸款的人數，可以發現女性平均每人逾期的金額達2.14

萬元，男性則達1.9萬元，女性的逾期金額相對較男性為高，而因創業困難而逾期還

款的情形也較男性嚴重；在國外的窮人銀行曾經發現女性貸款者的還款率相對較

高，但在台灣的情況似乎有所差異，可能的原因是創業鳳凰女性執行有五年，男性

則是三年，或許很多女性在創業五年後遭遇到經營上的困境，使得有更多貸款無法

歸還的情況，男性則尚在創業期間，無法看出事業經營是否能夠持續成功，這些因

素都有可能導致女性的還款狀況低於男性（見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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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微型創業鳳凰貸款還款情形統計表 

（2007 年 03 月至 2011 年 12 月） 

  累計貸款人數 
A 累計貸款金額

（萬元） 

B 累計逾期金額

（萬元） 

C 還款率=

（A-B）/A 

平均貸款金額

（A/人數） 

平均逾期金額

（B/人數） 

女 2,412  121,798  5,173  95.75% 50.50  2.14  

男 506  29,558  961  96.75% 58.41  1.90  

合計 2,918  151,356  6,134  95.95% 51.87  2.10  

 

  表3-3所呈現的是目前為止創業失敗已停歇業的情況，女性累計停歇業（含變更

負責人）有625件，男性有98件，停歇業比率（歇業數量/貸款人數）女性為25.9%，

男性為19.4%，女性創業失敗而停歇業的情況較男性為高；由於創業鳳凰貸款女性

目前已執行五年，男性則是執行三年，即使以每年平均的停歇業人數來看，女性目

前累計的停歇業數除以本案已執行年數，可以發現每年女性停歇業的人數有125件，

男性歇業的人數有32.67件，女性相對高於男性許多。上述情況顯示政府對於男女性

創業都有很大的協助，但創業畢竟不是一條簡單的路，可以發現女性到目前為止有

四分之一獲得貸款者已停止創業，男性也有五分之一停止創業，這些情況值得再警

惕與檢討。創業者究竟遭遇何種困境才導致目前的狀況，究竟是在於原本計畫書規

劃錯誤，或是在創業過程中缺乏資源，或是創業者本身生活上的問題才導致歇業的

情況，因歇業也間接影響還款情形，而這些歇業者後續的就業情形又是如何，都需

要再深入探討。 

表3-3：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停歇業（含變更負責人）統計表 

（2007 年 03 月至 2011 年 12 月） 

  
A 累計貸款人數 

（含變更負責人） 

B 累計停歇業 

（含變更負責人） 

C 停歇業（含變更負

責人）比率=（B/A） 

每年停歇業人數 

（B/年數） 

（女 B/5；男 B/3；合計 B/5） 

女 2,412 625 25.9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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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03 月至 2011 年 12 月） 

  
A 累計貸款人數 

（含變更負責人） 

B 累計停歇業 

（含變更負責人） 

C 停歇業（含變更負

責人）比率=（B/A） 

每年停歇業人數 

（B/年數） 

（女 B/5；男 B/3；合計 B/5） 

男 506 98 19.40% 32.67  

合計 2,918 723 24.80% 144.60  

 

  另外，值得分析的是男女性創業者在個人特性上是否有所差異，由表4可以看出

男性由於只限定中高齡才能申請貸款，約有八成集中在45~54歳，女性並沒有年齡

的限制，因此創業者還是約有半數集中在25~44歳為主，依本研究座談得知：女性

常在成家後因子女照顧所需而有創業需要，因此也以中年人為主（見表3-4）。 

表3-4：微型創業凰凰貸款年齡統計表 

(2007 年 03 月至 2011 年 12 月) 

  
男 女 合計 

年齡 
件數 百分比 

金額 

(千元) 
件數 百分比 

金額 

(千元) 
件數 百分比 

金額 

(千元) 

20 至 24 歲 0 - 0 110 4.56% 54,147 110 3.77% 54,147 

25 至 34 歲 0 - 0 747 30.97% 384,625 747 25.60% 384,625 

35 至 44 歲 0 - 0 859 35.61% 423,670 859 29.44% 423,670 

45 至 54 歲 405 80.04% 235,069  539 22.35% 282,958 944 32.35% 518,027 

55 至 65 歲 101 19.96% 59,330  157 6.51% 76,755 258 8.84% 136,085 

合計 506 100% 294,399  2,412 100% 1,222,155 2,918 100% 1,516,554 

註：自 2007 年 3 月起開辦「創業鳳凰婦女小額貸款」，並於 2009 年 2 月與「微型企業創業貸款」合併為「微

型創業鳳凰貸款」，適用對象為 20-65 歲婦女及 45-65 歲中高齡國民。資料來源：勞委會微型創業凰凰貸款

承貸銀行補貼息資料。 

  在學歷方面，女性選擇創業的有43.9%為高中職，另各有兩成是專科及大學；

男性選擇創業的6.3%為國小，15.2%為高中，36.5%為高職，相較於女性會選擇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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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性之教育程度較低；就整體而言，選擇創業者的平均教育程度與一般社會情況

相比，會更集中於高中職畢業，占42.9%。高學歷者選擇創業的比率較低，顯示學

歷高者在就業市場上較易生存的情形，但女性高學歷者願意創業的比例較男性為

高，顯示部分女性可能由於家庭照顧的需要，而選擇更有彈性的創業模式，以兼顧

家庭照顧及經濟來源（見表3-5）。 

表3-5：微型創業凰凰貸款學歷統計表 

(2007 年 03 月至 2011 年 12 月) 

學歷 男 女 合計 

國小 32 6.3% 78 3.2% 110 3.8% 

國中 77 15.2% 189 7.8% 266 9.1% 

高中職 195 38.5% 1,058 43.9% 1,253 42.9% 

專科 111 21.9% 512 21.2% 623 21.4% 

大學 69 13.6% 498 20.6% 567 19.4% 

碩士及以上 22 4.3% 77 3.2% 99 3.4% 

合計 506 100.0% 2,412 100.0% 2,918 100.0% 

 

  選擇投入的行業別最終也會影響成功與否，男女性在微型創業選擇投入是以「批

發及零售業」為主，其次是「住宿及餐飲業」，但女性有更多是選擇「住宿及餐飲

業」為主要投入對象，女性也有較多比例投入「教育服務業」與「其他服務業」，

男性較女性會集中在「製造業」、「營造業」與「專業科學技術服務業」等等，此

創業情形與傳統男女職業的刻板印象相為符合，男性偏重於技術為主的行業，女性

則偏重服務為主的行業；選擇投入產業與最後創業成功與否之間是否有關係，還需

要進一步的分析（見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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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微型創業凰凰貸款行業別統計表 

(2007 年 03 月至 2011 年 12 月) 

主計處行業別 合計 男 女 

農、林、漁、牧業 7 0.2% 2 0.4% 5 0.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 0.0% 0 0.0% 0 0.0% 

製造業 108 3.7% 36 7.1% 72 3.0%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 0.0% 0 0.0% 0 0.0%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3 0.4% 3 0.6% 10 0.4% 

營造業 130 4.5% 56 11.1% 74 3.1% 

批發及零售業 1,273 43.6% 227 44.9% 1,046 43.4% 

運輸及倉儲業 11 0.4% 4 0.8% 7 0.3% 

住宿及餐飲業 733 25.1% 103 20.4% 630 26.1%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40 1.4% 4 0.8% 36 1.5% 

金融及保險業 3 0.1% 2 0.4% 1 0.0% 

不動產業 17 0.6% 5 1.0% 12 0.5%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12 3.8% 24 4.7% 88 3.6% 

支援服務業 74 2.5% 13 2.6% 61 2.5%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0 0.0% 0 0.0% 0 0.0% 

教育服務業 86 2.9% 7 1.4% 79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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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03 月至 2011 年 12 月) 

主計處行業別 合計 男 女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4 0.5% 1 0.2% 13 0.5%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7 0.6% 4 0.8% 13 0.5% 

其他服務業 280 9.6% 15 3.0% 265 11.0% 

合計 2,918 100.0% 506 100.0% 2,412 100.0% 

 

  總而言之，由分析目前執行五年的創業鳳凰貸款情形，可以發現原本女性為主

所設計出來的政策，相較之下女性確實參與課程、取得貸款都較男性為多，但就比

例而言，女性最後決定創業的比例還是低於男性，女性目前已停歇業或逾期未還金

額都較男性為高。但由於男性所執行的年限較短，未必看得出真正的成果，值得注

意的是如何協助這些已創業失敗的女性能維持基本的經濟安全生活，已創業成功的

女性如何協助其更上一層地發展，還需要更多的討論，才能清楚女性創業執行的成

果以及未來可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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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婦女創業的困難與需求 

  為了瞭解目前已創業女性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女性創業的特殊性，本研究舉行兩

次座談會，邀請8位曾經獲得青輔會、農委會、勞委會等單位補助的創業者共同參與，

依照2011年婦女APEC所提出的《舊金山宣言》中所擬的四項女性經濟重要議題做

為分析的綱要，將女性創業後所遭遇的各項問題與建議整理如下。 

一、能力建構 

1. 政府的資源分配不均：許多資源集中在北部，應該增加台灣各區的上課培訓地

點，政府加強課程培訓需要包含資金貸款的部分，因為對一些沒有資金的創業

女性而言，是必須透過政府提供較優惠的貸款方案來創業。 

2. 需大量補充商業知能：許多創業鳳凰的女性創業的第一個考量，都是依據個人

的興趣與專長，若過程中有其他需求才進行相關商業知能的補充，建議想創業

的女性應瞭解自己真正擅長且有興趣的是什麼。在通路、商機方面，通路必須

依靠自己去尋求資訊，衡量後再做決定。 

3. 顧問支援有限：顧問的程度良莠不齊，可能給予建議無法將理論實際運用在創

業過程，無法真正貼近創業者，不切合創業者的需求，有經驗的女性創業者或

許可以分辨顧問的建議，但有些創業者求助顧問後仍無法成功，創業者對於顧

問的建議必須有判斷力，以便取捨適用於自己的部分。 

4. 顧問未深入瞭解個案：顧問應是先瞭解個案的需求，事先花時間瞭解現況後，

確定是正確的才進行輔導，否則僅會變成消化預算。 

5. 無法跨部會整合：政府的人事流動率高，且事後的追蹤不足，創業者後續的維

持容易遭遇困難，且政府協助女性創業較不足之處就是無法跨部會整合。 

6. 聘請業界擔任審查委員：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研究並告訴民眾未來二至三年內

適合從事的產業或市場趨勢，結合各地方政府的力量來輔導當地女性創業，將

同質性高者聚集上課是最佳的方式；創業輔導應尋找企業或顧問公司來協助創

業者，因為學者的學術與業界的實務思維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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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未建立完整暨友善的稅務會計系統：微型創業的企業僅有記帳師，因為其規模

並沒有龐大到足以聘請會計專門處理稅務，而產業成型往上發展後所遭遇的瓶

頸多是稅務與會計問題，因此稅務與財務部分的諮詢相對缺乏。 

8. 過去繁雜的行政流程：勞委會的多元就業方案在處理多元就業事務的時間花費

太多，如：報表，申請補助要做很多幕後工作且考核嚴格，對於創業者來說並

不划算。 

 

二、市場進入 

1. 忽略行銷成本問題：行銷、通路、商機方面很重要，但卻是政府做得最少的部

分。政府認為貸款一百萬給女性就足夠應付所有支出，但資金運用在行銷、通

路方面其實是很驚人的，政府鼓勵女性創業，卻沒有考慮到上述問題，使許多

女性無法放手一搏去做真正喜歡的行業。 

2. 市場的性別歧視：社會觀感應是女性創業時最辛苦的部分，部分大眾認為女性

應持家而不在外拋頭露面，甚至有男性抗議創業女性影響其妻女；而女性職場

上因為性別本就較為吃虧，因為生意來往對象若多數是男性，可能會遭遇言語

或肢體上的輕薄。 

 

三、取得融資 

1. 尋求資金的限制條件多：資金是女性創業最大的問題，女性在與商業銀行接觸

的過程中，因限制條件多，借貸條件會依據有無房子、資產、擔保人或信用來

評估，很多中小企業沒有按照規定辦事或沒有會計協助，很難尋求銀行貸款；

相較之下，政策性貸款是真心以協助婦女的角度來提供資金。 

2. 私人創投彌補國家政策的不足：畢竟國家的政策還是有其限制，尋求有財力的

企業支持創投，透過私人創投來協助，可以彌補鳳凰創業貸款的不足。 

3. 需建立企業信用：401報表確實有其重要性，因為有了這份報表才能與銀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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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才能運用到更多政府的資源；商場上的資金很重要，除了跟親朋好友預借

之外，「信保基金」就是另一個正常的管道來源。 

4. 資金運用的問題：有些行業必須原物料完全到位，但完全到位對於微型企業而

言是十分辛苦的，必須包裝之後才能與通路商談合作，合作後並非固定時間收

到款項。 

 

四、女性賦權 

1. 改善家庭性別分工情形：對已婚女性而言，家庭與孩子便是最大的困難，家庭

與事業難以兼顧；但對已婚男性來說，家庭的事情都會仰賴女性處理，讓他們

可以符合其社會角色去衝刺事業，這是一個大社會下的價值觀，以致於沒有辦

法改變現狀。 

2. 過於集中的女性創業市場：對已婚的創業女性而言，照顧家庭與工作是無法切

割的，母性讓女性無法放下家庭以全心工作，而在決定何種事業方面過度集中

在飲食相關的行業，但其實失敗率是最高的；創業必須觀察市場需求面，應考

慮市場的需求、喜好為何，才能使消費者願意接受自己的產品。 

3. 男女性天生的生理懸殊：男女性的體力用於籌備創業有生理上的懸殊，女性決

定從事何種事業常受限於體力而選擇較不粗重的工作。 

 

五、其他問題 

1. 家人與社會支持：陪伴與支持是很重要的，創業時面對家人不給予支持所產生

的壓力很大；創業鳳凰計畫的時機，社會環境對於女性創業相當友善，因此才

能使許多女性創業者更容易成功，創業鳳凰同屆受訓的成員彼此的聯繫成為重

要的社會支持力量。 

2. 增加婚姻衝突：夫妻共同創業與個人創業有所不同，可能會因為原先從事的行

業不同，造成價值觀迥異而產生摩擦，進而在婚姻上遇到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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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創業的要素：創業最重要的第一是選擇何種產品，選對產品就等於成功50%以

上；第二是態度，有些創業者會聽不見旁觀者忠實的建議與反應，一意孤行反

而會耗費更多的時間與心力；第三是創業決心。 

4. 人事問題：創業後最容易遇到的問題是人事，人員的流動會影響工作的配置。 

5. 專業人力的介入：有些教授與學者為農民申請多元就業方案，賦予農特產第二

個生命，讓農民以在地水果進行加工，持續不斷研發各種與水果結合的新產品。 

6. 政府補助人力的問題：勞委會多元就業方案申請所給的補助是「人員」，一天

工時為8小時，但人員的素質較低，是在市場上被淘汰的人，這些人員因為政府

的保障而顯得工作效率不高，因此企業寧可花錢聘請更值得的對象。 

 

六、未來做法的建議 

1. 同質性團體討論：若同一種屬性的人可以跟同專業的幾個顧問一起輔導，以研

討會或聚會的形式舉辦，激發更多的討論與互通有無，減少過程中的挫折及撞

牆期。 

2. 自我潛能的開發：對女性創業而言自我潛能的開發十分重要，一個企業家必須

要有忍受力、挫折力與信念，因為創業必須有企圖心才會進步。 

3. 科技化分析產業風險：政府若要協助婦女創業，最好能夠提供顧問在創業之前，

清楚分析每一項風險讓女性創業者明白。 

4. 聯合採購機制：韓國扶植中小企業的法案稱為「雨傘陽光法案」，是由政府成立

一個聯合採購的平台，order是透明化，且限制微型企業才可採購，價格也不會

太昂貴，讓微型企業可以維持生活。 

5. NPO做為擔保人：美國有一套很完整的「救濟變就業」的計畫，提供經費讓NPO

協助婦女就業或創業，培訓後若覺得女性的資格符合創業，NPO也會做為擔保

人協助女性貸款。 

6. 社會資本的建立：飛雁與鳳凰的聚會是有用的，可得知資訊、拓展社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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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創造合作機會。 

7. 建立創業者互助網絡：政府輔導創業之餘，應考慮創建一個平台，讓參加微型

創業鳳凰的女性創業者可以彼此支持，如：有人設計包裝可以支援其他創業女

性，然後由另一個控管人員進行把關。 

8. 善用政府資源：中小企業處競賽「青創事業獎」，鼓勵青年創業朋友可以參加這

類的競賽，一來提供的創業獎金非常優渥，再者後續的 promote 也很積極，甚

至讓自己有機會參加各種會議。因為女性創業比例很少，較易引起注意且關注

是否成功，當初創業時完全沒有考慮申請政府貸款，但有申請政府補助，很多

人誤以為沒有身份背景根本不可能申請到補助，但其實並非如此，無論是臺灣

或其他國家都很樂見企業透過研發過程去展現自己的能量，有能量時自然就會

吸引他人支援。政府專案（SIIR、SBIR、CITD）確實是臺灣政府在協助創業者

或創業女性上很好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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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2000年之後，臺灣陸續有婦女創業輔導工作及經驗，加上在中小企業發展的成

效，使得臺灣在促進婦女創業方面具有值得分享的特性，但目前國內的婦女創業雖

有成果，卻並未將所有成果進行統整，以致相關成果過於零散，且僅能呈現在負責

執行的單位中，本研究嘗試統合國內婦女創業的現有成果，發現政府與民間的相關

資源並不在少數，包括勞委會、青輔會、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經濟部國貿局、原民

會、金管會、財政部、APEC颱風與社會研究中心、中國信託基金會、家扶基金會、

婦權基金會、中華婦女創業協會等等。 

  根據執行五年的創業鳳凰貸款情形之分析，發現原本以女性為主所設計的政

策，女性確實參與課程、取得貸款的情形都較男性為多，但就女性最後決定創業的

比例而言是低於男性的，且女性目前已停歇業或逾期未還金額的現象也都高於男

性。16%曾上過課的男性最後完成創業，僅有12%上過課的女性有完成創業；就核

准與獲貸比率而言，男性有55%取得核准，50%獲得貸款，女性則有71%取得核准且

66%獲得貸款；以每件貸款人數最後所獲貸的金額而言，女性每個人數為50.5萬元，

男性每個人數為58.41萬元，女性在創業上趨於保守；女性逾期還款金額為5,173萬

元，男性為961萬元，女性穩定的還款率為95.75%，男性還款的情形略高為96.75%；

女性停歇業比率為25.9%，男性為19.4%，女性創業失敗而停歇業的情況較男性為高。 

  針對目前已創業女性所面臨的問題與需求，區分為能力建構、市場進入、取得

融資與女性賦權四部分。分析整理後發現能力建構方面主要問題在於政府的資源分

配不均、商業知能不足、顧問支援及瞭解有限、無法跨部會整合、缺乏業界審查委

員、未建立完整暨友善的稅務會計系統、繁雜的行政流程等等；市場進入方面主要

問題在於忽略行銷成本以及市場的性別歧視等等；取得融資方面主要問題在於尋求

資金的限制條件多、國家政策的不足處、需建立企業信用以及資金運用等等；女性

賦權方面主要問題在於家庭性別分工不均、過於集中的女性創業市場、男女性天生

的生理懸殊等等。此外，未來婦女創業的做法建議包括舉辦同質性團體討論、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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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能的開發、科技化分析產業風險、聯合採購機制、社會資本的建立、建立創業者

互助網絡以及善用政府資源。 

 

二、建議 

  目前我國政府對女性創業的支持集中在於基礎商業知能的建立、微型貸款資金

的取得以及創業過程中的顧問，但對於創業後所面臨的行銷通路、更進一步在商業

擴大後必須建立完整的事務體系、擴大企業的基金以及擴大國內外市場的部分之相

關協助較少。針對我國婦女微型創業的成果方面，依照2011年APEC《舊金山宣言》

中的四項女性經濟重要議題整理如下表。 

表5-1：解決婦女創業困難的方法 

指標 解決婦女創業困難的方法 

能力建構 1.政府加強女性創業課程培訓，並持續做後續追蹤，將相關資源分散。 

2.協助女性創業者瞭解自我需求，指引女性尋求通路資訊。 

3.提升諮詢顧問的專業程度，確保提供利於女性創業者的建議。 

4.由同專業顧問以研討會或聚會形式，共同輔導同一屬性的女性創業者。 

5.各地方政府應結合婦女團體力量，以輔導當地女性創業。 

6.協助創業前，先經顧問分析風險以告知女性創業者。 

7.增加微型企業稅務與財務諮詢服務。 

8.縮減協助方案人員處理行政事務（如：報表）的時間。 

9.考量提供經費給予NPO，以協助女性就業或創業。 

10. 修正臺灣的相關法規，以利更符合現況。 

11. 女性創業必須瞭解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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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解決婦女創業困難的方法 

市場進入 1.政府貸款給女性創業者，需同時考量行銷、通路與商機的資金運用問題。 

2.政府應協助女性創業者排除在地老產業的排外與威脅。 

3.補助方案/計畫的成員應固定聚會，以利拓展資訊與網絡，創造合作聚會。 

取得融資 1. 除了政府貸款，可透過私人創投（企業）彌補政府政策的不足。 

2. 企業歷經創業階段，應尋求更適合的資金管道來運作事業，如：信保基

金。 

3. 政府應考慮創建平台，讓女性創業者可以彼此支援。 

4. 政府釋出資金補助訊息應更加普及，以利創業者獲知。 

女性賦權 1.提供女性走出家庭創業後，兼顧事業與家庭的配套措施。 

2.平衡男女性在先天上的差異，排除職業的刻板印象。 

3.女性創業必須堅持信念，將過往成就歸零後重新學習。 

其他 1. 女性創業需有家人陪伴與社會支持。 

2. 女性創業須選擇合適的產品，並有聽取他人意見的謙和態度，擁有創業

的決心。 

3. 創業者可結合在地農產，研發新產品以創造商機。 

4. 政府應提高補助方案提供的人員之品質。 

 

  在政策方面，對於未來在婦女微型創業的工作上，政府尚可有哪些作為，建議

如下： 

1. 多元化婦女創業的類型：目前我國婦女微型創業的類別過度集中，而這些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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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在我國原本的產業壽命並不長，導致容易產生短期歇業的現象，未來如何

輔導婦女創業更加多元化朝向更具商機的創業類型是相當重要的。 

2. 婦女創業續航力的提升：由本研究發現許多婦女在創業三五年後，面臨產業轉

型的問題，但在取得進一步的資金方面相對困難，此時婦女創業會面臨兩種抉

擇─轉型抑或被市場淘汰，因此未來政府可以建立中期創業的資源。 

3. 整合創業者資源網絡：微型創業者產品的成本會影響其獲利及生存能力，可以

仿效國外的作法─「化整為零」，能夠協助微型創業者建立降低進貨成本的網

絡，減少創業失敗的情形，尤其女性在協調資源時相對處於弱勢，也會需要政

府或民間平台介入採購資源的管道。 

4. 行銷與通路的建立：企業若要穩定，後續如何改進包裝、行銷及通路問題是相

當重要的，但包裝所需要花費的資源其實相當龐大，因此政府未來在協助婦女

微型創業可以加強在包裝與行銷方面的資源。 

5. 個別化顧問的陪伴：在國外的做法上也是大量引進企業做為陪伴的機制，國內

創業者部分反映顧問並不用心在瞭解每件個案上，對創業者的產品也未必是專

業的，因此未來如何讓更多有實力的「業師」願意投入婦女創業顧問的陪伴將

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6. 加強女性賦權的機制：許多分享者提到女性由於過度保守，造成在創業上規模

過小而最後面臨淘汰的情形，因此必須要改變女性對於創業及拓展事業本身所

需要的信心與野心，才能夠增加女性在創業決策上不致於容易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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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婦女微型創業成果第一場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委託單位：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二、執行單位：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三、時間：2012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15：00 至 17：30 

四、地點：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15 號 9 樓 

五、主持人：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陳副教授芬苓 

六、記錄：吳研究助理雯婷 

七、出席人員 

(一) 委託單位：黃副執行長鈴翔 

(二) 研究小組：陳副教授芬苓、吳研究助理雯婷 

(三) 與會單位：西柏里品牌形象設計、鈦生利企業有限公司、蝦冰蟹醬、

脫口秀英文租書坊 

八、討論大綱 

(一) 婦女創業的特殊性及困難，包括籌備、決定何種事業、資金、貸款、

商業知能、行銷、通路、商機、家人支持及社會支持等方面。 

(二) 目前政府及民間協助女性創業的做法有何不足？ 

(三) 未來若我國設立 APEC 婦女創業訓練中心，協助各國進行女性創業

工作，您認為可以發展的方向、做法及職種為何？女性企業家是否

願意提供協助？ 

九、座談會重點(依訪談大綱分類) 

(一) 婦女創業的特殊性及困難，包括籌備、決定何種事業、資金、貸款、

商業知能、行銷、通路、商機、家人支持及社會支持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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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商業知能方面，許多創業鳳凰的女性創業的第一個考量，都是依據個人的

興趣與專長，若過程中有其他需求才進行相關商業知能的補充，建議想創業

的女性應瞭解自己真正擅長且有興趣的是什麼。在通路、商機方面，通路必

須依靠自己去尋求資訊，衡量後再做決定；因為女性的消費能力高，瞭解商

機、賣點與時機，無論從事何種工作都能有不錯的成績。 

2. 在行銷、通路、商機方面，我認為這很重要，但卻是政府做得最少的部分。

我最近因為接洽通路，得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即便產品再好，沒有好的包

裝就無法談通路販售。貸款的總額可能必須花一半在包裝產品上，但同時還

有內容物、成本、周轉等資金必須運用，很多創業女性的商業知能不足，有

時候將商品寄賣在通路之處，卻必須等到2至3個月後才能拿到錢，這樣會讓

資金的流通產生問題。政府認為貸款一百萬給女性就足夠應付所有支出，但

資金運用在行銷、通路方面其實是很驚人的，政府鼓勵女性創業，卻沒有考

慮到上述問題，使許多女性無法放手一搏去做真正喜歡的行業。 

3. 在資金方面，這是女性創業最大的問題，一般會尋求政府貸款、銀行貸款或

地下錢莊貸款，最好的情況就是家人或朋友願意協助，女性在與商業銀行接

觸的過程中，因限制條件多，借貸條件會依據有無房子、資產、擔保人或信

用來評估，很多中小企業沒有按照規定辦事或沒有會計協助，很難尋求銀行

貸款；相較之下，政策性貸款是真心以協助婦女的角度來提供資金，我本身

有接觸過政府貸款部門，瞭解創業鳳凰的就業流程，因此很多女性詢問貸款

相關資訊時，都會推薦尋求政府貸款的幫助；此外，很多女性對金錢並沒有

概念，以為創業就是穩賺錢，建議在女性創業前，政府應輔導女性獲得相關

資訊的課程或顧問協助。 

4. 在資金方面，我認為每個人在人生遇到的課題不盡相同，很難說政府應站在

什麼角度給予協助，而是創業者必須思考自己需要什麼；因為每一個人的條

件不同，且每個國家的條件也不同，就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微型創業

而言，國家的立場與重點就不同，因此創業者要很瞭解自己需要什麼、瞭解

自己有多少資源可以做事。這兩年我發現可以從另一個方面下手，就是有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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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企業支持創投，畢竟國家的政策還是有其限制，透過私人創投來協助，

可以彌補鳳凰創業貸款的不足。 

5. 因為鳳凰創業所提供的就是「創業」貸款，但企業經營久了之後，就不再適

用於「創業」。我要強調的是401報表確實有其重要性，因為有了這份報表才

能與銀行往來，才能運用到更多政府的資源；商場上的資金很重要，除了跟

親朋好友預借之外，「信保基金」就是另一個正常的管道來源。我認為婦女

創業若懂得運用政府資源，其實資源是很多的，申請貸款的原因並非在於自

己是否缺乏這個資金，而是當自己申請這個貸款時，政府同時就會有很多資

源投入，在此過程中也可以培養人脈關係。 

6. 政府不瞭解創業者在設計、包裝上必須投入很多資金，政府輔導創業之餘，

應考慮創建一個平台，讓參加微型創業鳳凰的女性創業者可以彼此支持，

如：有人設計包裝可以支援其他創業女性，然後由另一個控管人員進行把關。 

7. 有些行業必須原物料完全到位，但對於微型企業而言，要完全到位其實十分

辛苦，必須包裝好之後，才能與通路商談合作，合作之後也不是固定時間拿

到錢，並非通路商今天進多少就拿多少錢給你，而是今天賣多少才給你多少

錢。 

8. 在提倡兩性平等的時候，才真正瞭解到男女有別。因為女性有生育的能力，

對已婚女性而言，家庭與孩子便是最大的困難，家庭與事業難以兼顧；但對

已婚男性來說，家庭的事情都會仰賴女性處理，讓他們可以符合其社會角色

去衝刺事業，這是一個大社會下的價值觀，以致於沒有辦法改變現狀。若男

性是單親家庭，可能他對家庭會較為盡責，但以雙親家庭而言，男女性的家

庭責任比重是很不一樣的。 

9. 在籌備方面，會創業是受到母親的影響，以前的社會都靠自己白手起家，從

小耳濡目染讓我興起創業的念頭；當時創業也遭遇許多問題，對創業的已婚

女性而言，照顧小孩與工作已無法切割，女性的母性導致我們無法放下小孩

去全心工作。在決定何種事業方面，我是因應女兒的需求而興起創業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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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因為她的皮膚狀況很不好，促使我去接觸相關行業，在同一屆的創業女

性中，很多人都做飲食相關的行業，但其實失敗率是最高的；創業必須觀察

市場需求面，畢竟市場是一個競爭與殘酷的環境，應考慮市場的需求、喜好

是什麼，才能使消費者願意接受、喜歡自己的產品。 

10. 在籌備方面，男女性的體力有生理上的懸殊，另也有安全性的問題，以一個

單身女性而言，工作到晚上9點就會感到很害怕或沒有安全感；在決定何種

事業方面，男性在文市、武市好像都很吃得開，但女性受限於體力，只能選

擇從事文市的部分，如：文教、保母等相較較為不粗重的工作。 

11. 在家人與社會支持方面，其實面對家人不給予支持的環境所產生的壓力很

大，若女性創業能有家人與社會的支持，能夠更快成就自己的夢想，社會、

環境的支持尤其重要，如同當初我們創業的時機適逢創業鳳凰計畫，社會環

境對於女性創業相當友善，因此才能使我們更容易成功。對女性創業而言，

自我潛能的開發十分重要，一個企業家必須要有忍受力、挫折力與信念，因

為創業必須有企圖心才會進步，同時熱情地對待身邊的人與自己的工作，而

信念則會支持自己繼續前進。 

12. 當女性出來創業時，社會就不會把妳當作一個女性，而是以一個商人來看

待，大眾會評估做為一個商人是否夠專業，很多女性創業並沒有考慮太多，

純粹想求溫飽而已，我會覺得很可惜。對女性而言，尤其是有小孩的女性創

業者，平時跟朋友的聯繫僅能依賴電話，其他與會者有提到陪伴與支持是很

重要的，因此像我們這一屆同時受訓的成員都還會維持彼此的聯繫。 

(二)目前政府及民間協助女性創業的做法有何不足？ 

1. 因為接觸過很多偏遠地區的創業女性，讓我感受到政府的資源分配十分不

均，許多資源都集中在北部，像居住在中南部的女性必須照料家庭與小孩，

無法到北部上課，這方面要由政府加強課程培訓，包含資金貸款的部分，因

為對一些沒有資金的創業女性而言，是必須透過政府提供較優惠的貸款方案

來創業；上課培訓的地點也應該增加，不能過於集中在台北。此外，創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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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懂得投資自己，有些人賺了錢就支出到其他用途，但這會使自己的事業因

為沒有投資，導致停滯不前就無法再進步，創業者要有「三年求穩，五年求

好」的心態，否則遭遇到危機或不景氣時，沒有變通的方式就很容易倒閉。 

2. 很多顧問可能給建議時都能夠講得頭頭是道，但實際運用在創業過程卻無法

實踐，有些女性創業者比較有經驗，可能有辦法分辨顧問的建議，但有些創

業者求助顧問後，按部就班根據顧問的經驗改進卻無法成功，這方面讓我覺

得顧問的程度良莠不齊。創業者要感激提供顧問資源，但在運用上必須要有

判斷力，以便取捨顧問所給予的建議及知識是否適用於自己。  

3. 政府若要協助婦女創業，最好能夠提供顧問在創業之前，清楚分析每一項風

險讓女性創業者明白；未來若有意設置APEC婦女創業訓練中心，在婦女創

業之前，政府、顧問對這些企業也必須謹慎地審查，如：韓國扶植中小企業

的法案稱為「雨傘陽光法案」，是由政府成立一個聯合採購的平台，order是

透明化，且限制微型企業才可採購，價格也不會太昂貴，讓微型企業可以維

持生活。 

(三)未來若我國設立 APEC 婦女創業訓練中心，協助各國進行女性創業

工作，您認為可以發展的方向、做法及職種為何？女性企業家是否

願意提供協助？ 

1. 美國有一套很完整的「救濟變就業」的計畫，提供經費讓NPO協助婦女就業

或創業，培訓後若覺得女性的資格符合創業，NPO也會做為擔保人協助女性

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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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婦女微型創業成果第二場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委託單位：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二、執行單位：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三、時間：2012 年 5 月 31 日（星期四）15：00 至 17：30 

四、地點：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15 號 9 樓 

五、主持人：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陳副教授芬苓 

六、記錄：林研究助理佑臻 

七、出席人員 

(一) 委託單位：黃副執行長鈴翔 

(二) 研究小組：陳副教授芬苓、林研究助理佑臻 

(三) 與會單位：道航股份有限公司、苗栗資源回收有限公司、嵂洧食品

企業、宜蘭阿蘭城新風貌促進會 

八、討論大綱 

(一) 婦女創業的特殊性及困難，包括籌備、決定何種事業、資金、貸款、

商業知能、行銷、通路、商機、家人支持及社會支持等方面。 

(二) 目前政府及民間協助女性創業的做法有何不足？ 

(三) 未來若我國設立 APEC 婦女創業訓練中心，協助各國進行女性創業

工作，您認為可以發展的方向、做法及職種為何？女性企業家是否

願意提供協助？ 

九、座談會重點(依訪談大綱分類) 

(一)婦女創業的特殊性及困難，包括籌備、決定何種事業、資金、貸款、

商業知能、行銷、通路、商機、家人支持及社會支持等方面。 

1. 對東方女性而言，很多人最初創業動機都是為了先生或家庭，但在知識、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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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知能上的獲取可能沒有管道或不知道如何使用管道；前幾年我也申請過青

創獎，第一年的經驗非常受挫，因為評審認為我的財報、401表格非常好，

公司的進步也有呈現出來，但看不出來我的計畫案有何種願景，這讓我非常

懷疑一個青創獎想看到的不是產業的真實性，而是產業去規劃出多美好的願

景，我認為除非女性是透過創業鳳凰、飛雁計畫或青創課程培訓出來，較有

可能獲得補助或獎勵的資訊，否則多數人是不會知道的。很多創業者做小本

生意會失敗的原因，是因為沒有深入瞭解產業的行銷與通路，只聽加盟者的

單方說詞，卻沒有增加自己對於商業知能的瞭解，我覺得政府提供的貸款門

檻或許不高，但在培訓與追蹤部分是十分重要的；以我自身見到的例子會覺

得創業成功與否，跟性別沒有太大的相關，重點在於自己對於商業知能的瞭

解程度。 

2. 當初想創業時，我有去參加青創會的課程，結束後繳交報告到中小企業處競

賽「青創事業獎」，我很鼓勵青年創業朋友可以參加這類的競賽，一來提供

的創業獎金非常優渥，再者後續的promote也很積極，甚至讓自己有機會參

加各種會議。因為女性創業比例很少，較易引起注意且關注是否成功，當初

創業時完全沒有考慮申請政府貸款，但有申請政府補助，很多人誤以為沒有

身份背景根本不可能申請到補助，但其實並非如此，無論是臺灣或其他國家

都很樂見企業透過研發過程去展現自己的能量，有能量時自然就會吸引他人

支援。目前我申請3個政府專案（SIIR、SBIR、CITD）都有通過，而我認為

這一塊確實是臺灣政府在協助創業者或創業女性上很好的成就；當時我是因

為有這方面的需求，想做DIY行銷案，卻不知道如何籌措資金，最後是透過

搜尋「行銷補助」的相關資料才得知訊息。 

3. 夫妻共同創業與個人創業有所不同，可能會因為原先從事的行業不同，造成

價值觀迥異而產生摩擦，進而在婚姻上遇到難關。 

4. 我覺得創業最重要的第一是選擇何種產品，選對產品就等於成功50%以上；

第二是態度，有些創業者會聽不見旁觀者忠實的建議與反應，一意孤行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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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耗費更多的時間與心力；第三是創業決心。 

5. 我覺得每個人定義的成功與個性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先前工作的經驗讓我感

受到自己比較重視家庭，剛開始創業真的很難兼顧家庭，幸好娘家能幫忙照

顧小孩。女性創業必須有一個信念，就是過往的成就都必須歸零，一切從頭

學起，如此才能學會基本知能；我創業後遇到最大的問題其實是人事，因為

有兩個廠，一個廠基本的配備員工是3名，今年同時有3名說要離職，幸好因

為自己都會做才撐過來。我會創業的理由其實是為了家庭，希望有好的經濟

基礎，也無後顧之憂，才能好好陪伴孩子長大。 

6. 我們是勞委會多元輔導的單位，屬於社區產業，因社區農民的水果風評很好

且水質優良，有些教授與學者置產時與農民有所接觸，發現農民有販賣時有

收入，產品價格或收成不好時就沒錢的困境，因此替農民申請多元就業方

案，賦予農特產第二個生命，讓農民以在地水果進行加工，持續不斷在研發

各種與水果結合的新產品。 

7. 勞委會多元就業方案申請所給的補助是「人員」，一天工時為8小時，但人

員的素質較低，是在市場上被淘汰的人，這些人員因為政府的保障而顯得工

作效率不高，因此企業寧可花錢聘請更值得的對象。 

(二)目前政府及民間協助女性創業的做法有何不足？ 

1. 勞委會的多元就業方案在處理多元就業事務的時間花費太多，如：報表之

類的，申請一個補助要做很多幕後工作且考核嚴格，對於創業者來說並不

划算；提供的顧問會有理論與實務的落差，無法真正貼近創業者，不切合

創業者的需求，或某些領域的輔導並非創業者所想要的，多數都在教導創

業者包裝技巧，此功用不大，只會淪為做績效，而且每年的顧問都不一樣，

會有銜接不上的狀況產生，因為每個顧問的建議都不同，容易讓創業者無

所適從。 

2. 微型創業的企業沒有大到足以請會計專門處理稅務，只有記帳師，因此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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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與財務部分的諮詢相對缺乏。 

3. 若同一種屬性的人可以跟同專業的幾個顧問一起輔導，以研討會或聚會的

形式舉辦，激發更多的討論，也能夠互通有無，減少過程中的挫折及撞牆

期。 

4. 我從被顧問輔導到自己成為顧問，現在我的做法是先瞭解個案的需求，事

先花時間瞭解現況後，確定是對的才輔導，委員與顧問其實都是在消化預

算，但對於認真做的人就不太公平，因為有些人並非在消化預算，若事先

做足功課，成效是更好的。 

5. 政府的人事流動率高，且事後的追蹤不足，除非創業者具備強烈的企圖心，

否則後續的維持很可能遭遇困難；此外，政府協助女性創業較不足之處就

是無法跨部會整合，如：勞委會、農委會。 

6. 我認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研究並告訴民眾，未來2至3年內做哪些產業較

為適合或是市場趨勢，而非一味鼓勵民眾創業而已；現在的趨勢是透過婦

女團體協助與鼓勵女性創業，這其實是很奇怪的現象，應該是結合各地方

政府的力量來輔導當地女性創業，否則會浪費很多資源，最好的方式是分

門別類，將同質性高的聚集成一個團體來上課（如：學歷、年齡區分），確

保大家接收到的知識與資訊不會有落差。目前微型創業在各地進行了8個梯

次，雖然政府有在進步，但卻非常緩慢，這些年來仍是學者與官員在做事，

但創業輔導應該找一些企業或顧問公司來協助創業者，畢竟學術與實務的

思維還是不同，政府應該要把錢花在刀口上，而非請沒有創業經驗的委員

來審查輔導。 

7. 產業成型後，往上發展所遭遇到的瓶頸如稅務與會計問題，傳統產業沒有

發票，外銷有開發票，但進貨沒有發票，因此淨銷是不符合實際的狀況，

臺灣的法規有很多已經不符合實際現況，尤其是環保領域有很多法條可

管，但無專屬法條，流於自由心證；再如研發與財務問題，財務如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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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憑著記者寫的報導來查稅，因為捐款、物資給孤兒院並沒有開立發票，

算是一種行銷，但卻被指控為逃漏稅，而政府在研發部分確實有幫到忙，

有需求時尋求政府協助，通常都會用各種管道來幫忙，只是資源的重複性

很高；再如無論有無賣出商品，一進口就要5%的稅率、15%的貨物稅；再

如稅捐處要求工廠變成營業場所，必須繳納營業稅等問題。 

8. 其實在地老產業的地方勢力夾帶財力威脅，這也是創業的阻礙之一；社會

觀感應該是女性創業時最辛苦的部分，部分大眾認為女性應持家而不在外

拋頭露面，甚至有男性抗議這樣的創業女性會影響到他的妻子或女兒也想

創業；在職場上，女性在性別上較為吃虧的就是生意來往對象多數是男性

的話，很可能遭遇一些言語或肢體上的輕薄，這需要智慧化解。 

9. 飛雁與鳳凰的聚會是有用的，可得知資訊、拓展社會網絡，並創造合作機

會。 

(三)未來若我國設立APEC婦女創業訓練中心，協助各國進行女性創業工

作，您認為可以發展的方向、做法及職種為何？女性企業家是否願

意提供協助？ 

1. 花蓮曾透過一個DIY的行銷計畫，教導民眾做粿、做染布等等，相較於政

府鼓勵申請鳳凰計畫反而更有成效。 


